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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林學系 陳奕君 專任 助理教授

雙重應答維胞雷帕霉素傳輸系統在癌

症治療之應用
BIOMATERIALS 102.01

2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水土保持學

系
宋國彰 專任 助理教授

以從沒有遮蔽的陰天天空所得到固定

閥值，來改進樹冠半球面攝影術的準

確度Improving accuracy of canopy

hemispherical photography by a

constant threshold value derived

from an unobscured overcast sky

CANADIAN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
103.01

3 新聘 理學院 化學系 蔡柏宇 專任 助理教授

丙醛的248nm光分解研究：漫遊路徑在

大型脂肪族醛類中的重要性

Photodissociation of

Propionaldehyde at 248 nm:

Roaming Pathway a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

102.02

4 新聘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

系
劉宗榮 專任 助理教授

影像品質評估使用多方法融合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Using Multi-

Method Fus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102.05

5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余志鵬 專任 副教授

以一維線性桿件連續解公式進行斜張

橋動力分析Dynamic analysis of a

cable-stayed bridge using

continuous formulation of 1-D

linear member

EARTHQUAKES AND

STRUCTURES
101.06

6 新聘 法政學院
教師專業發

展研究所
劉子彰 專任 助理教授

開放教育與創意經濟：全球觀點與比

較分析 Open education and

creative economy:Global

perspectiv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美國伊利諾伊大學 100.12 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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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升等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蘇小鳳 專任 教授 科技化的圖書館讀者服務 五南出版 103.07

8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農藝學系 王強生 專任 教授

水稻台農67號及其香味突變體SA0420

之蛋白體學研究A proteomic study

of rice cultivar TNG67 and its

high aroma mutant SA0420

PLANT SCIENCE 103.01

9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農藝學系 古新梅 專任 教授

利用cDNA-AFLP策略偵測刺角瓜對抗

PRSV病毒防禦機制相關的抗病基因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in

Response to Papaya ringspot virus

Infection in Cucumis metuliferus

Using cDNA- 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nalysis

PLOS ONE 102.07

10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葉文斌 專任 教授

紅圓翅鍬形蟲複合種群之遺傳分化：

更新世週期性冰河期及中央山脈分隔

所造成的四個主要支系

Differentiation in stag beetles,

Neolucanus swinhoei complex

(Coleoptera: Lucanidae): Four

major lineages caused by

periodical Pleistocene

glaciations and separation by a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103.05

11 升等 理學院 化學系 邱文華 專任 教授

銠催化氫甲醯化骨牌式雙環化反應之

應用：physostigmine 與

physovenine之合成 Domino Rh-

catalyzed hydroformylation-double

cyclization of o-amino cinnamyl

derivatives: applications to the

formal total syntheses of

physostigmine and physovenine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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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升等 理學院 化學系 賴秉杉 專任 教授

利用量子點與自發光分子共軛物以生

物發光共振能量轉移(BRET)法於自發

光誘發光動力自療應用

Biolumin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using luciferase-

immobilized quantum dots for

self-illuminated photodynamic

BIOMATERIALS 102.01

13 升等 理學院 化學系 柯寶燦 專任 教授

雙金屬鎳與鈷錯合物應用於二氧化碳

和環氧環己烷共聚合反應之高效能催

化劑 Bimetallic nickel and cobalt

complexes as high-performance

catalysts for copolymerization of

carbon dioxide with cyclohexene

oxide

POLYMER CHEMISTRY 103.06

14 升等 理學院 物理系 紀凱容 專任 副教授

不只是安全索:曳絲能穩定跳蛛的跳躍

More than a safety line: jump-

stabilizing silk of salticid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102.08

15 升等 理學院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黃春融 專任 副教授

基於主要相機運動移除之影片顯著特

徵圖偵測演算法Video Saliency Map

Detection by Dominant Camera

Motion Removal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103.08

16 升等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蔡志成 專任 教授

一個新穎的零件組裝統計公差分析方

法 A Novel Statistical Tolerance

Anaiysis Method for Assembl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101.06

17 升等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

系
李思禹 專任 副教授

利用二磷酸核酮糖羧化酶/加氧酶為設

計基礎以構築能胞內回收二氧化碳之

轉基因大腸桿菌Rubisco-based

engineered Escherichia coli for

in situ carbon dioxide recycling

BIORESOURCE

TECHNOLOGY

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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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升等 工學院
通訊工程研

究所
溫志煜 專任 教授

應用方向性天線於無線感測網路中實

現分散式叢集之研究Distributed

Clustering With Directional

Antennas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EEE SENSORS

JOURNAL
102.06

19 升等 生命科學院
分子生物學

研究所
楊文明 專任 教授

STAF65γ透過招募組蛋白去乙醯化酵

素至啟動子區與調節蛋白質核質分布

達成轉錄抑制調控The

transcriptional repression

activity of STAF65 gamma is

facilitated by promoter tethering

and nuclear import of class IIa

histone deacetylases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GENE REGULATORY

MECHANISMS

103.07

20 升等 生命科學院

基因體暨生

物資訊學研

究所
陳盈璁 專任 副教授

台灣的基因毒性克雷白氏肺炎菌

Genotoxic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 Taiwan

Plos one 103.05

21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建榮 專任 教授

外源性脫氫異雄固酮硫酸鹽(DHEA-S)

可回復雄性大白鼠因老化所引起中樞

神經細胞樹突結構的改變Exogenous

dehydroisoandrosterone sulfate

reverses the dendritic changes of

the central neurons in aging male

rats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103.06

22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王之仰 專任 教授

酮體調升內皮連結素43(Cx43)隙連結

Ketone bodies upregulate

endothelial connexin 43 (Cx43)

gap junctions

THE VETERINARY

JOURNAL
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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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王咸棋 專任 副教授

評估以0.8%nalbuphine局部點眼對於

犬隻白內障乳化術術後之疼痛與角膜

敏感度之效果Effect of Topical

Administration of 0.8% Nalbuphine

on the Cornea in Dogs after

Phacoemulsification

JOURNAL OF

VETERINARY MEDICAL

SCIENCE

102.04

24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病理生物

學研究所
吳弘毅 專任 副教授

冠狀病毒正股次級基因體蘊含負股次

級基因體形成所需之cis-acting

elements/Identification of Cis-

Acting Elements on Positive-

Strand  Subgenomic mRNA Required

for the Synthesis of  Negative-

Strand Counterpart in Bovine

viruses 103.07

25 升等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

系
莊智薰 專任 教授

知識密集團隊合作能夠管理嗎？檢測

人力資源管理系統、領導及內隱知識

之角色　Can Knowledge-Intensive

Teamwork Be Managed?Examining the

Roles of HRM

Systems,Leadership,and Tacit

Journal of

Management
102.03

26 升等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

系
林谷合 專任 副教授

組織間關係、國際市場導向與海外績

效間非線性關係探討：國際化與學習

導向之干擾效果

台大管理論叢 103.01接受

27 升等 管理學院 行銷學系 羅惠宜 專任 副教授

在我們周遭的QR codes：人格特質、

對創新的態度與接受Quick response

codes around us:Personality

traits,attitudes toward

innovation,and acceptance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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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升等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

系
陳佳楨 專任 副教授

植基於無線射頻辨識技術之智慧型購

物環境：以類神經運算方法為整合評

估架構RFID-based intelligent

shopping enviroment: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with neural computing

Neural Comput &

Applic
103.06

29 升等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許永聲 專任 教授

英國石油公司漏油事件對同產業公司

的影響---由市場反應與盈餘品質分析

Implications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oil spill disaster for

its industry peers - evidence

from the market reaction and

earnings quali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102.09

30 升等 管理學院
科技管理研

究所
沈培輝 專任 教授

MLP類神經網路在線訓練時注入權重雜

訊之收斂分析Convergence Analyses

on On-Line Weight Noise

Injection-Based Train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101.11

31 改聘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

系進修學士

班
陳文苓 兼任 助理教授

英語教學與戲劇教育劇場批判性跨文

化覺察能力的探索與對話 EFL

learners developing critical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hrough

process drama:Dialogue and

美國德倫大學 101.12 博士論文

32 新聘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
廖瑞銘 兼任 教授 Ui<<出死線>>論台灣文學e宗教向度 台語研究 100.03

33 新聘 理學院 應用數學系 張水清 兼任 副教授

使用封閉系統壽命資料下各個體之貝

式經驗貝氏分類法 Bayes empirical

Bayes classification of

components using mask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99.06

34 新聘 理學院 應用數學系 楊懿淑 兼任 副教授
需求不確定下空檔片之管理 Managing

Demand Uncertainty for Control

and Dummy Wafer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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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聘
通識教育中

心

通識教育中

心
謝議霆 兼任 講師

台灣濕地星蟲多樣性及汙染物生物累

積之研究Ｓyudy on the sipunculan

diversity and the bioaccumulation

in wetland of Taiwan

中山大學 101.01 博士論文

36 新聘
通識教育中

心

通識教育中

心
吳裕勝 兼任 講師

媒介生態與媒體識讀：波斯曼文化批

評觀點之研究 Media ecology and

media literacy：A study of Neil

Postman's cultural criticism

世新大學 103.07 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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